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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數學教學之一：從真實情境探究數學 

林碧珍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應用數學系 

近幾年來，創新教學或精進教學對教育工作人員，應當不是陌生的語詞。創

新教學是重新開發設計具創意又新穎的教學方法或教學活動，而精進教學是在教

學方法或在教學活動內容上，在既有的基礎上，往上提昇更高的教學品質；在意

義上或作法上兩者有些微的不同，但其共同的目標都是邁向更高的教學品質。 

一、生活數學化、數學生活化 

創新數學教學的作法相當多元，諸如：有些教師從教學方法上力求創新，有

些教師開發獨創的教具或結合網路資源，有些教師從教學設計上力求突破，如從

教學活動設計上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或與其他領域結合的統整課程。這次兩件

創新數學教學作品，都是運用學生周遭的環境與生活經驗，作為教學活動設計的

背景。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或周遭的環境事物，不僅可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與

興趣，而且可以讓學生察覺到存在周遭事物中的數學，以培養學生對數學的敏感

度，這樣的理念正是符合九年一貫數學學習領域的連結主題的目標。 

當詳細審視九年一貫課程暫行綱要的能力指標內容（教育部，2001），我們

發現在小學階段數學各主題的能力指標很強調從生活情境出發；為了因應課程改

革的需要，教科書的教材設計或教師的教學設計也嘗試將生活情境融入於教學

中。同樣地，近年來參與創新教學比賽的作品，在教學活動設計上也大多朝向與

學生的生活情境相結合，這次的兩件作品即是。 

雖然這兩件教學作品都嘗試與學生的生活情境相結合，但是兩件作品對情境

在數學學習意義上不盡相同，第一件作品名稱「方盒、圓罐、球」，是以課本的

教學目標為前提，結合學生感興趣的新青蛙王子的童話故事，透過生活周遭的立

體形體讓學生翻滾、分類、觸摸以瞭解各種不同形體的特性，並讓學生從生活周

遭事物中認識並找出各種形狀，這樣的教學設計，生活情境是用來襯托數學的平

易性，並豐富教學活動的活潑性、趣味性、及應用性。所以，「方盒、圓罐、球」

作品之生活情境對數學學習所賦予的意義是「數學生活化」，藉由生活情境讓數

學更平易近人。 

第二件作品名稱「嘉義酒廠」，教學活動是以嘉義酒廠的情境脈絡為主軸，

幫助學生從酒廠的情境脈絡中察覺數學並轉化為數學問題，所以由情境脈絡所察

覺並轉化的教學目標所涵蓋的數學主題不僅是統計圖表，也可能是數量關係或百

分數，所以本教學活動的教學目標，是源自於情境脈絡所隱含的數學所發展出來

的，故並不受課本的教學目標所束縛。是故，「嘉義酒廠」作品之真實生活情境

對數學學習所賦予的意義是「生活數學化」，以學生生活周遭的環境為出發點，

讓學生多去關注並體察周遭看似平凡的事物，發現這些事物隱藏著規律性的變化

規則，從中發掘出數學的奧秘。「生活數學化」的生活情境本身即蘊藏了數學的

意義，學生從探究過程中，可以揭露隱藏在嘉義酒廠背後的數學意義，也就是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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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周遭的所有事物，其實蘊含著某些規律性存在著，數學就是以科學方法找出

這些蘊藏在生活中的規律性，例如：酒廠文物館的設計、酒類商標的設計、釀酒

的過程…等等。 

二、從真實情境學習數學的理論基礎 

為何教學以真實情境為出發點有助於數學學習？以下將從 Vergnaud 的概念

體的觀點、情境學習理論觀點、及荷蘭的真實數學教育作為真實情境對數學學習

的學理基礎。情境學習理論強調學習的情境脈絡；而 RME 的情境強調真實程度。 

Vergnaud (1983)的概念體 C ＝（S，I，R），提出情境對形成數學概念所扮

演的角色，將一組情境（S）是建立概念（C）的一個向度，I 是從一組情境中抽

離出其不變性，然後再用符號表徵（R）其不變性，情境是建立數學概念不可缺

的重要元素，但是並不特別去強調情境的真實性與否。 

從情境學習理論觀點，人類的活動與社會情境是分不開的，知識是學習者與

情境互動的產物，知識的建立是不能與社會情境脈絡分割或相脫離；知識是學習

者在真實活動中透過主動探究與摸索的過程而獲得的（Brown, Collins, Duguid，
1989)。情境學習理論強調人類從事的活動無法去情境化，這樣的主張也和荷蘭

的真實數學教育（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簡稱 RME）的理念一致。 

RME 將數學視為是人類的活動，是從做數學中而獲得的(Freudenthal, 
1971)。RME 主張數學是人類的解題、尋求問題的活動和組織材料的活動，所以，

數學是幫助學習者與周遭環境產生意義的一種工具，而真實情境是學習數學的起

始點。RME 主張一個數學題目是否能促進學生進行數學化的思考，在於其真實

的程度。一個情境是否真實，對解題者而言，是一種相對性的觀點，完全決定於

每一個人的生活經驗，因為某一個情境，對某一個人而言是真實的，但對於其他

人，可能這個情境就不是真實的。情境在於幫助學生利用自己的經驗和知識，進

行數學化的思考。情境若能與學生的真實生活越貼近，越有利於學生進行數學化

的思考，數學學習越有效。  

三、情境的真實程度 

在探討情境的真實程度之前，需要先釐清何謂情境？有關問題情境的研究，

不同的學者有不同的定義。從研究學生解題的觀點，問題情境是數學題目的題幹

上所描述的情境脈絡，例如：「運動會大會舞的表演人數大約在 50～75 人之間，

只知道 7 個人排成一排，剛好排完，大會舞表演人數可能有多少人？」在此，數

學問題所描述的情境是運動會的表演人數。從數學教學的觀點，廣義的教學情境

涵蓋範圍由教師、學生、學習材料或師生的對話內容等整個學習環境。以第二件

作品「嘉義酒廠」所涉及的情境脈絡就是釀酒工廠、酒類文物館、陳列的酒類商

品，這些情境脈絡不是為了包裝所要教的統計圖表，而是嘉義酒廠的情境脈絡可

以如何來發展學生的統計圖表概念；也就是以酒廠的情境脈絡可以探索哪些數學

概念。 



林碧珍(2008):創新數學教學之一：從真實情境探究數學。國立台灣科學教育館 （主編）。科學教育優質教

學示例研討工作坊活動手冊（pp.32-37）。11 月 30 日。台北市：國立台灣科學教育館。   

 3

     

     

     

     

     

De Lange 從情境的真實程度將數學題目的情境分為三類(Gravemeijer，
1994)：第一類是裸題，沒有文字描述的情境，只有算式，例如：「請算出 45＋55

＝（）中（）的數字是多少？」。第二類是虛擬情境，情境是為教某一個數學概

念而加以包裝而已，題目的情境無助於數學概念的探究與思考。例如：「媽媽告

訴小杰煮飯時，2 杯米配 4 杯水煮出來的飯最 Q 最好吃，今天媽媽要小杰用 6 杯

米煮飯，需要加多少杯水？」，這個問題本身涉及的情境，是人為用來包裝而已，

第二類是教科書或教師教學中出現最多的類型，例如，第二件作品「嘉義酒廠」

的第 37 頁的五個數學問題屬於這個類型，酒廠的情境僅是用來包裝所要解決的

數的加減乘除而已。第三種類型的情境是從情境本身就蘊含著相關重要的訊息，

學習者從情境的探索中可以獲得新的數學概念，例如：當老師要學生算出 1＋3

＋5＋7＋。。。＋99＝ （）時，學生思考了許久，仍然無法成功的解題，此時

若教師能提供如圖形所示，此正方形圖的灰色區域與白色區域所代

表的格子數分別為 1，3，5，7，9，這些數字的總和正好是此圖形的

方格子總數，也就是此大正方形的面積，因而得到 1＋3＋5＋7＋9

＝52 ，由此可類推到 1＋3＋5＋7＋。。。＋99＝ 502。這個例子所提供的情境，

是一個非文字的圖形情境，它有助於學習者進行數學化的思考。 

雖然教師在設計教學活動時，開始關注到與學生的真實生活情境相結合，但

是在教學活動的數學布題，在情境上仍然難以避免下面的缺失：（一）情境是虛

擬的而非真實的。（二）題目的數據失當。（三）情境的不合理。例如：媽媽到大

賣廠購買了 7 個蛋盒，每個蛋盒都沒有裝雞蛋，請問媽媽共買了幾個雞蛋？（四）

情境沒有需要使用某一特定解題策略的需求。例如：「玩具一個 45 元，娃娃一個

76 元，兩種各買 4 個，需付多少元？用算式填充題把問題記下來，再算出答案。」

這個題目是希望孩子透過兩種不同的解法：45 ×4＋76 ×4＝( )和 (45＋76) × 4

＝( )，能瞭解到乘法對加法的分配率。這個問題若將 45 改為 24 才能與 76 合成

為 100，學生才有需求將 24×4＋7×4＝( )合併為 (24＋76)×4 然後求答。 

四、從情境中探究數學的意涵 

雖然一個情境的真實程度決定於每位學生的個別經驗，但教師在一個班級的

教學中，所要尋求的是這群學生共同的生活經驗。教師在教學中若能真正尋找出

學生的共同生活經驗，作為教學佈題的素材，則越能幫助學生進行數學化的思

考，以達到數學學習的效果。由於教師在學生時代的時候，所學習的數學涉及的

情境大多是屬於人為包裝或虛擬的問題情境，對於從隱含著數學概念的生活情境

為教學出發點，對教師而言，是一種新的挑戰與考驗。基於此，以下提供「揭開

樓梯的神秘面紗」的教學活動範例，從每日需要爬行的樓梯作為教學活動的資

源，幫助學生察覺隱含在樓梯背後的數學。 

範例：「揭開樓梯的神秘面紗」 

樓梯經常被設計為數學步道的景點之一，從樓梯察覺與數學相關的問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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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數學問題是：「您如何求得這個樓梯的高度？它的高度是多少？」，這些大都

是與實測相關的問題，但是這樣的數學問題深度不夠。 

活動進行前，教師可以事先拍攝各種造型不同的樓梯照片，播放給學生觀

察，一方面在於溝通活動需要用到的語詞，如跨上地板地面的踏板規定為第一階

梯、階梯的深度與高度，樓梯的深度及高度與寬度、樓梯的階數。另一個目的是

讓學生對每天爬行的樓梯多給予幾分的關注。進行活動前，教師需先探勘周遭環

境的各種樓梯，然後分組測量討論進行。活動進行時，要求學生能精準地量出不

同樓梯之各個部分的數據。 

【活動步驟】： 

一、 請每一個人實際量量看學校、家裡或餐廳等地的樓梯之每個階梯的深度和高度。 

二、 這個樓梯共有幾階？ 

三、 你量的這個樓梯好爬嗎？為什麼？ 

四、 請您將量出來的值記錄在學習單上，如下表： 

姓名 樓梯位置 階梯形狀 每階高度

(公分)

每階深度

(公分)

樓梯格數 樓梯高度

(公分)

樓梯深度 

(公分) 

容易爬行

林碧珍 科學館 

大樓 

 16 28 11 166.5 211.5 yes 

 

五、 您要如何才能讓原來的樓梯變的比較陡呢？ 

六、 比較陡的樓梯有何優點或缺點呢？ 

七、 假若您不小心選到的樓梯是不舒服的樓梯。請您指出五點說明為什麼您會認為它是不舒服     

的樓梯？ 

八、 建築工人為了避免建出不舒服的樓梯，而注意去觀察，發現到好的樓梯的每一階梯的高度

和寬度有什麼關係？ 

九、請比較看看，這些不同的樓梯之間，您能觀察到什麼？ 

從活動紀錄表的數據，讓學生發現：好爬的樓梯，是成人的一個平均步伐長。

它的大小剛好是樓梯的兩個階梯的高度和一個階梯深度的總長度。同樣的，高度

與深度的比值約為 0.6 左右，是好爬樓梯的陡度。從探究樓梯的過程，我們發現

樓梯情境背後蘊藏著數學豐富的資源：一個代數式：2 個階梯的高度＋一個階梯

深度＝60。 

本活動提供讓學生從生活周遭事物中收集資料的機會，再利用表格整理繁瑣

的資料，並從資料中尋求並發現其規律性。本活動可以結合情意與認知的學習，

情意是指爬樓梯是舒服或不舒服的感覺，爬起來感覺較為舒服的樓梯是因為它的

陡度不陡，而陡度就是樓梯的斜度，樓梯的斜度是階梯的高度與深度的比值，同

樣的，這個活動也討論了爬起來舒服的樓梯與一個人的步伐長有關。所以，這個

活動的特色是將情意性的感覺以透過科學性的探索找出其背後所富有的數學性

意義。這個活動是從一堆數據中尋求以代數式表示數據之間的關係，它可以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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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統計表、代數式、數的加減乘除、斜率等概念整合在一起，是作為數學內部

連結的一個可參考的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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